
�������本报讯 （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维
夏 陈静） 5 月 17 日， 第三届潇湘康复
护理高峰论坛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康复
护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沙召开。
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发起的全国首家 “康
复专科护联体” 联盟， 也在本次会议上
成立 ， 旨在提升基层医院康复护理水
平， 实现老年患者在家门口即能享受三
甲医院优质护理服务的目标。

大会承办方、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
祝益民表示， 护联体将依托康复护理专
业委员会的专家资源， 通过延续护理模
式将老年康复护理带入社区和家庭， 构
建医院———社区———家庭三位一体的
“三位一体” 康复护理服务体系， 为老
年患者住院期间、 出院后康复、 医养结
合、 家居养老全过程提供护理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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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���5 月 9 日， 记者到达湖南省
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急诊科的
时候， 身兼该院急诊科和重症医
学科主任的万荣文医师还在重症
监护室忙碌着。 据他介绍， 自 2
月 27 日该院重症监护室成立以
来， 每天接诊重症患者七八个，
急诊患者 40 到 50 人。 “有次我
回家， 饭碗还没来得及端就接到
急诊电话”， 万荣文指着办公室的
被子笑道， “确实非常忙， 近两
个半月有 30 天左右住在科室。”

万荣文， 是中南大学湘雅医
学院硕士 ， 在三甲医院工作 19
年 ， 从事急危重症医学已有 13
年， 擅长内科常见多发病诊治、
各种急危重症的抢救和疑难复
杂病例的诊治 。 2017 年初 ， 他
作为人才被引进到省中医药研

究院附属医院。
在多年的临床救治过程中，

万荣文明显感觉到西医治疗有时会
力不从心， 也感受到中医疗法的魅
力。 2017 年 7 月， 一位 40 多岁的
宁乡男子腹痛剧烈到该院急诊科就
诊， “他来的时候大汗淋漓， 弯着
腰手捧着肚子， 非常痛苦地呻吟”，
经初步诊断是肾结石肾绞痛， 他们
立即对患者予以针灸活血祛瘀、 行
气止痛处理， 取肾俞、 腰阿是穴、
膀胱俞等穴位， 留针 20 分钟后，
患者绞痛明显缓解， 当即就可以直
起腰去做进一步检查了。 “后来行
超声检查证实是左肾 1.2×1.5 厘米
结石， 服了一个星期的中药， 小石
子排出。” 他感慨道， “如果是西
医， 上手就是止痛药， 再接着就是
手术， 创伤很大， 我们先用针灸对

其进行缓解， 不仅可以解除病痛，
而且可以说没有创伤和副作用， 真
的很神奇。”

万荣文表示， 中西医结合的
治疗方法在临床中被证实是非常
有效的。 说起中医药治疗， 他满
心热爱。 医技精湛、 在全院拥有
众多 “粉丝” 的他仍然在中西医
结合方向不断地学习和探索。 该
院自制的 “耳穴压豆” 贴敷不仅
在病房被广泛运用， 在急诊更是
成为了他的 “小神器 ”。 今年 2
月， 一名 32 岁的女子在该院候诊
时突然眩晕摔倒在走道， 送至急
诊室抢救。 万荣文团队用王不留
行子自制的贴片粘贴于患者的内
耳、 额头、 枕、 神门等耳穴处，
经过一分多钟按揉， 患者于 30 分
钟后眩晕就缓解了。

������本报讯 （通讯员 郑正） 近
日，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、 湖南省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单位联
合下文， 对 2018 年湖南省尘肺
病农民工的基本医疗救治救助工
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。 对全省
符合救治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尘肺
病患者， 将通过系统规范诊治和
精准扶助，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，
提高生活质量， 减少因病致贫、
因病返贫，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这一惠民政策的实施， 给尘肺病
农民工患者带来福音。

“此次惠民政策， 遵从以患
者为中心的原则 ， 简化审批流
程， 落实 ‘一站式’ 服务。 符合
条件的患者持本人身份证、 职业
病诊断证明书或尘肺病临床诊断

证明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
保凭证等相关材料， 填写 《湖南
省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
助患者申报审批表》 即可到定点
机构办理审核和入院手续。” 湖
南省结核病防治所分管负责人介
绍。 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
救助报销实行一站式服务， 即时
结报。 患者治疗结束后， 由定点
机构先行垫付救治救助费用， 患
者只需支付个人自付部分费用即
可出院。

据介绍， 救治救助对象应同
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： 1、 具有
湖南省内户籍； 2、 确诊为职业
性尘肺病或临床诊断的尘肺病，
必须由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机
构认定； 3、 用人单位已经不存

在或无法确认劳动关系。 4、 参
加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险。 本救治救助工作限定在定点
医疗卫生机构开展， 在非定点机
构诊治的， 不享受本方案救治救
助待遇。

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为湖南
省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
救助定点机构。 符合条件的患者
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， 救助
资金按照 100%的比例予以救
助， 即免费住院； 其他符合条件
的患者救助资金按照 80%的比
例予以救助 （医保先报销 65%，
剩 下 的 35% ， 救 助 资 金 补 偿
80%， 个人自负 20%。）， 相当于
个人按住院费的 7%交费， 报销
额度达 93%。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 月 10 日， 娄底冷水江市中医医院帮扶干部及义诊专
家团队， 来到驻点扶贫村———铎山镇城山村进行群众走访、
健康义诊活动。 据悉， 该院自 2016年驻点城山村扶贫以来，
扶贫扶志扶健康， 目前已有 6户 23人脱贫。

通讯员 喻玲玲 摄影报道

本报讯 （通讯员 卿建军 何先华） 5
月 14 日， 永州市双牌县卫生计生委干
部欧阳素珍等人来到何家洞镇何家洞村
8 组走访贫困户时， 一件突发事件令当
地群众感受到卫计委扶贫队员的大爱。

当日下午 15 时 30 分， 欧阳素珍等
一行人来到患病贫困户何献姣家时， 发
现她满面大汗、 嘴唇青紫、 不能说话。
因为欧阳素珍是何献姣的帮扶责任人，
她了解何献姣患有心脏病、 高血压等多
种疾病， 立即嘱咐一起去的同志不要随
意移动她， 迅速拨通何献姣家庭签约医
生的电话， 同时将其症状向何家洞镇中
心卫生院龚红军院长反馈， 一场生死营
救就这样开始了 。 大约 15 分钟左右，
龚红军带领何献姣的家庭签约医生及医
务人员驱车赶到何献姣家中， 立即采取
上氧等抢救措施， 到下午 4 时 30 分，
病者病情好转， 身体恢复常态。

������本报讯 （通讯员 胡进 王昆） 5 月
13 日， 常德市临澧县安福卫生院的医
务人员来到该县安福街道总庙社区 ，
对 50 余名 3-6 岁的儿童进行了视力、
身高、 体重、 牙齿、 心肺听诊、 血常
规等身体检查。 这是该卫生院从今年 3
月开始与安福街道社区联手开展的关
爱儿童免费体检活动的一个剪影。

据悉， 今年 3 月以来， 安福卫生院
与安福街道 13 个社区联手， 利用周末
上门对各社区 3-6 岁的儿童、 尤其是
留守儿童免费进行体检 。 截至目前 ，
已为安福街道辖区 13 个社区 700 余名
儿童进行了免费体检。

������本报讯 （通讯员 满峰） “你已进入
无烟单位，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， 请自
觉熄烟！” 5 月 22 日， 在湘西土家族苗
族自治州卫生计生委一楼大厅， 醒目的
提示语提醒人们不要吸烟。

为助推健康湘西建设， 该州卫计系
统大力推进无烟单位建设， 将控烟作为
单位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日常管理议事
日程； 在办公楼走廊、 办公室、 会议室、
卫生间等室内场所均设置了明显的禁烟
标识， 室内禁止摆放烟草制品及烟灰缸
等烟具， 告知工作人员及来访者不得在
办公楼内吸烟； 设立控烟监督员和巡查
员负责指导和监督控烟工作， 通过知识
竞赛、 征文、 征集控烟短信、 绘画等形
式开展控烟活动； 每月组织一次对无烟
创建工作的监督与检查。

������本报讯 （通讯员 杨晋 康柔娟） 近
日， 益阳市安化县中医医院开通网上挂
号、 缴费、 检查报告查询等服务， 大大
缩短了患者就医等候时间。

据悉， 只要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该院
公众号， 关注后进行实名注册， 就可进
行当日挂号、 挂号支付、 门诊缴费、 住
院预交金、 报告查询、 排队叫号等功能
操作， 还可获取健康资讯。

尘肺病农民工患者

医疗救治救助实行“一站式”结报

———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万荣文
本报记者 许琬婕 通讯员 夏爱民

精准扶贫出实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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